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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宏公司”）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黄埭

镇潘阳工业园安民路6号，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

销售高纯气体、特种气体、混合气体、干冰等各类工业气体和医用气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金宏公司厂区总占地面积110070.4平方米，厂区以河道为界分为两部分，

河道南侧为一期厂区，河道北侧为二期厂区和预留空地（三期厂区发展用地）。 

工业气体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造船、电子、光纤通讯、机械制造、食品、

LED、半导体等诸多领域，被称为工业生产的“血液”。根据《2015年工业气体行

业发展概况》—预计未来五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产业

升级转型带来的工业气体应用广度及深度的扩展，我国工业气体市场仍将保持

9%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我国气体行业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金宏公司为满足工业气体行业发展需求，做大做强企业自身实力和品牌，进一步

提升公司竞争力，公司注重技术开发和创新，依靠自主研发并与技术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建立广泛技术合作关系，开发出了一系列高纯气体。金宏公司拟投资

5953.0万元在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安民路6号（一期厂区）原水电解

制氢车间（水电解制氢项目已于2012年12月停止生产，设备已拆除）建设生产超

大规模集成电路用高纯气体及高纯混合气体项目，建设规模：年产5N高纯二氧

化碳1000吨、5N高纯甲烷25吨、5N高纯六氟乙烷100吨、5N高纯三氟甲烷60吨、

5N高纯八氟环丁烷100吨、高纯混合气体2万瓶。目前，苏州市相城区发展和改

革局准予该项目备案（相发改投备[2016]91号），同意办理相应环保手续。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要求，建设

项目应当在环境影响评价阶段，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为此，我公司

对本项目进行了两次环评公示，并对周边敏感目标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根据调

查资料编制了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2 编制依据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国家环境保护部 2016 

年 12 月 8 日发布，2017 年 1 月 1 日实施； 

（2）《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令）； 



2 

（3）《关于切实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意见》（苏环规[2012]4

号）； 

（4）《江苏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苏环规[201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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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示征求意见情况 

2.1 公示方式及途径 

此次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工作，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的要求，在苏州市相城区环保局网站进行了

两次公示，向公众介绍项目的基本内容，公示期限均为 10 个工作日。 

我公司在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后 7 日内，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2016 年 5 月 23 日（10 个工作日）在苏州市相

城 区 环 保 局 网 站 对 建 设 项 目 信 息 进 行 了 第 一 次 公 示

（http://www.szxchb.gov.cn/xxgk/jsxmsp/xmgl/detail/?UserKey）。网站公示截图见

图 2.1-1。 

我公司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在报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或者重新审核前，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2016 年 6 月 24 日（10 个工作日）在苏

州 市 相 城 区 环 保 局 网 站 对 建 设 项 目 信 息 进 行 了 第 二 次 公 示

（http://www.szxchb.gov.cn/xxgk/jsxmsp/xmgl/detail/?UserKey）。网站公示截图见

图 2.1-2。 

2.2 建设项目基本信息资料的发布 

根据环发[2006]28 号文：《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规定（第八

条）等相关规定，在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确定以后，建设单位应当以适

当的方式向项目所在地的公众发布有关本建设项目的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根据环发[2006]28 号文：《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规定（第九

条）等相关规定，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过程中，应当在报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者重新审核前，向公众公

告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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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五）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

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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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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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2.3 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与苏环规[2012]4号文要求，我公

司于2016年5月10日~2016年5月23日在苏州市相城区环保局网站就报告书编制单

位、计划编制内容等方面向社会公众进行了为期10个工作日的公示。第一次公示

期间，我公司和环评单位均未曾接到公众对项目建设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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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于2016年6月13日~2016年6月24日在苏州市相城区环保局网站就“项

目概况”、“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采取减缓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

对策建议”等内容进行了为期10个工作日的公示。第二次公示期间，我和环评单

位也未曾接到公众对项目建设的反对意见。 

 

 

 

 

 

 

 

 

 

 

 

 

 

 

 

 

 

 

 

 

 

 

 

 

 

 



10 

3 问卷调查情况 

3.1 公众参与方式 

在第二次公示之后，2016年6月25日我公司通过发放调查表的形式收集公众

意见和建议，共发放了155份调查表，调查对象主要为敏感保护目标范围的居民。

调查以代表性和随机性相结合。在调查表格的设计中，选择了与公众关系最密切

及敏感的问题，为方便公众，回答问题多用选择打“√”的方式进行。同时向他们

介绍了工程建设概况，并听取他们对工程建设的意见和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公众参与调查表》，具体见表3.1-1。 

3.1-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公众参与调查表 

被调查人姓名  
项目名称 

生产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高纯气体及高纯

混合气体项目 年龄  职业  

性别  文化程度  
建设地点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安民路 6号 

联系电话  

现居住地  

项目基本情况：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安民路 6 号，企业拟投资 5953.0

万元，建设年产 5N 高纯二氧化碳 1000 吨、5N 高纯甲烷 25 吨、5N 高纯六氟乙烷 100 吨、5N 高纯三

氟甲烷 60 吨、5N 高纯八氟环丁烷 100 吨、高纯混合气体 2 万瓶。全年工作日为 200 天，实行三班三

倒、单班 8 小时工作制。本项目运营期拟采取的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等污染防治措施切实可行，

可以做到稳定达标排放。 

废气：本项目废气主要包括：本项目废气排放主要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无组织工艺废气、紧急放空

废气、管道残余废气，合理车间布局、加强生产管理、车间通风，以减少无组织废气对厂界周围环境

的影响；废水：本项目排水实现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生活污水经市政污水管网接管至苏州市相城区

东桥集中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排入东浒河；噪声：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生产设备，噪声级 70-85dB

（A），通过厂房屏蔽、距离衰减、绿化等综合措施控制厂界达标；固废：分类收集，一般工业固废

公司回收利用、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零排放，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在认真落实本项目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1、您对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如不满意请说明主要原因）？ 

A.很满意      B.较满意      C.不满意      D.很不满意 

2、您是否希望改善目前的环境质量？ 

A.迫切希望      B.一般      C.无所谓 

3、您是否知道或了解在该地区拟建的本项目情况？ 

A.很了解      B.知道一点      C.不清楚 

4、根据您掌握的信息，您认为该项目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危害/影响是 

A.严重      B.较大       C.一般      D.较小      E.不清楚 

5、您认为本项目主要是在哪些方面造成环境影响？ 

A.水环境质量      B.大气环境质量      C.声环境质量      D.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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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 

A.支持      B.有条件赞成      C.无所谓      D.反对 

您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您对环保部门审批该项目有何建议和要求？ 

 

3.2 调查结果分析 

3.2.1 调查情况 

为使本次调查能够如实地反映出公众对整个项目的态度、意见和建议，并且

使调查的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向项目厂址周围可能受影响的部分居民介绍了

项目情况及拟采取的环保措施，同时发放 155 份调查表，有效回收 151 份，回收

率 97.4%，调查表的发放对象主要为项目所在地周边 5km 范围内，根据周边居

民分布特点，主要对居民分布集中地以及周边企业等进行了调查。被调查的人员

中有公司职员、工人等，被调查的公众意见具有良好代表性。基本反应了社会公

众对本项目的态度、意见和建议。被调查人情况见表 3.2-1。 

表3.2-1  公众参与调查人员名单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联系电话 地址 
对该项目 

何种态度 

1 胡文娟 女 39 初中 工人 18914062251 胡桥村 支持 

2 曹木珍 女 42 初中 工人 13255183812 长康村 支持 

3 王工 男 28 本科 助理 15062540408 三梗村 有条件赞成 

4 陶木平 男 27 大专 工人 18251155686 胡桥村 支持 

5 徐厚澜 女 29 大专 会计 15195624027 东桥镇 支持 

6 张园园 女 29 大专 会计 15895567563 长康村 支持 

7 曾小燕 女 28 大专 报关 13405020314 长康村 支持 

8 周春勇 男 33 大专 会计 15950035626 东桥镇 支持 

9 陈静 女 31 大专 内勤 18118252001 东桥镇 支持 

10 屠道玲 女 32 大专 会计 15306208363 长康村 支持 

11 胡晖晖 男 28 大专 会计 15050438087 东桥镇 无所谓 

12 李广英 女 62 小学 农民 13405287982 金龙花园 支持 

13 华群 女 40 高中 个体 13771821154 东桥镇 支持 

14 姚怀海 男 41 小学 工人 13906204763 长康村 有条件赞成 

15 钱根男 男 49 小学 农民 13004509226 长康村 有条件赞成 

16 王兴泉 男 42 小学 工人 15298837110 东桥镇 支持 

17 金洗先 男 39 初中 工人 18762877571 三梗村 支持 

18 吴动生 男 41 小学 保安 15151451781 长康村 有条件赞成 

19 王妹妹 女 48 小学 农民 15952426031 长康村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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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徐红玉 女 44 初中 工人 15262583648 长康村 支持 

21 陈习圣 男 55 高中 司机 18015515827 长康村 支持 

22 段国军 男 45 高中 工人 18015515825 长康村 支持 

23 王卫兵 男 49 高中 司机 18015515835 长康村 支持 

24 陈中 男 35 高中 司机 13913791745 长康村 支持 

25 王世和 男 49 高中 司机 18015515801 长康村 支持 

26 顾红梅 女 32 大专 工人 13814883561 高桥村 支持 

27 巴东松 男 47 高中 司机 18015515857 唐埂郞村 无所谓 

28 张涛 男 28 大专 销售 13688373989 长康村 支持 

29 宋红敏 女 38 高中 工人 13771806895 罗埂村 支持 

30 魏显文 男 44 高中 工人 18015515809 胡桥村 支持 

31 张立军 男 44 高中 司机 18015515867 胡桥村 支持 

32 庄余 男 38 高中 焊工 15250341178 胡桥村 有条件赞成 

33 薛梅仙 女 50 小学 农民 15950089945 胡桥村 支持 

34 盛梅花 女 36 大专 仓管 15862538824 胡桥村 支持 

35 马玉军 男 44 高中 司机 18015515862 胡桥村 支持 

36 熊壮民 女 57 小学 农民 18362735935 蔡家里 无所谓 

37 蔡凤玲 女 48 小学 农民 13291196944 东桥三埂村 支持 

38 张荣 男 53 高中 厨师 13962162562 邢家村 无所谓 

39 赵俊丽 女 25 初中 会计 18068030756 金龙花园 无所谓 

40 胡修春 女 48 初中 工人 13451729039 金龙花园 无所谓 

41 刑惠瑛 女 44 高中 工人 15862431607 胡桥村 有条件赞成 

42 赵明 女 39 初中 工人 13706207611 胡桥村 支持 

43 尚伟峰 男 50 初中 工人 13063802362 河东村 支持 

44 黄海航 男 36 高中 工人 17714064664 矫埂村 支持 

45 李力金 男 40 初中 工人 15995798621 金龙花园 有条件赞成 

46 宋江恩 男 45 高中 工人 15895417698 蔡家里 支持 

47 霍守岗 男 34 初中 个体 15150468162 东桥镇 有条件赞成 

48 赵亚军 男 32 中专 司机 13771875645 东桥镇 有条件赞成 

49 李金党 男 27 高中 保安 18662162080 长康村 有条件赞成 

50 吴文涛 男 31 高中 保安 13915502354 三埂村 无所谓 

51 郑丽 女 30 大专 文员 15906214289 三埂村 有条件赞成 

52 钱晓瑜 女 26 大专 文员 13771946422 胡桥村 支持 

53 史雪刚 男 30 本科 调度员 18012788885 长康村 有条件赞成 

54 朱晓 男 25 大专 工人 13771834033 方桥村 有条件赞成 

55 顾月妹 女 36 中专 文员 13912640329 胡桥村 有条件赞成 

56 张永静 女 26 本科 主任 15869173964 长康村 支持 

57 陈梅芳 女 38 高中 工人 18001548109 矫埂村 支持 

58 王工 男 24 小学 文员 18262054763 金龙花园 有条件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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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孟祥龙 男 46 初中 司机 15052638099 长康村 有条件赞成 

60 刘德浦 男 31 大专 操作工 15151507653 三梗村 无所谓 

61 郑海军 男 44 高中 职工 15995409826 胡桥村 有条件赞成 

62 王帅 男 26 高中 工人 15050422677 长康村 有条件赞成 

63 许武生 男 22 大学 学生 15651126581 长康村 支持 

64 白联朋 男 26 高中 职工 18914013855 金龙花园 有条件赞成 

65 王祥纲 男 46 高中 钳工 13915415506 胡桥村 无所谓 

66 刘勇 男 46 高中 农民 13513971483 三梗村 支持  

67 李平 男 24 中专 工人 18020254526 邢家村 有条件赞成 

68 李刚 男 30 初中 农民 15950003133 三梗村 支持 

69 窦工 男 32 小学 工人 13814383135 三梗村 支持 

70 王工 男 32 高中 农民 13662588192 金龙花园 有条件赞成 

71 张玉广 男 30 中专 个体 13561489260 三梗村 支持 

72 王业亮 男 35 高中 工人 18206135547 唐埂郞村 有条件赞成 

73 刘健平 男 53 高中 工人 13337987969 金龙花园 有条件赞成 

74 姚梁君 男 39 初中 工人 18361952565 龙安村 无所谓 

75 高见 男 45 中专 技工 15862437283 金中花园 无所谓 

76 顾春桃 男 31 大专 工人 13913503825 长康村 无所谓 

77 陆燕青  女 31 大专 工人 15862436606 三梗村 支持 

78 张丹祥 男 28 本科 工人  13862081804 唐埂郞村 有条件赞成 

79 张如意 男 31 初中 工人 15250072176 东桥镇 支持 

80 程泉胜 男 59 高中 工人 18261863253 东桥镇 支持  

81 彭忠海 男 32 高中 职员 15862341132 东桥镇 支持 

82 旅蔡生 男 40 初中 工人 15250424373 胡桥村 无所谓 

83 陈海滨 男 43 高中 工人 13912628964 东桥镇 有条件赞成  

84 韩芳林 男 27 本科 工人 15250094232 东桥镇 有条件赞成 

85 张工 男 23 大专 工人 18151572227 东桥镇 支持 

86 祝强 男 29 大专 职员 13771749577 东桥镇 有条件赞成 

87 张志龙 男 27 本科 职员 18914065457 东桥镇 有条件赞成 

88 王毅 男 46  大专 工人 13962134988 长康村 有条件赞成 

89 李亮 男 30 硕士 工程师 18862230677 长康村 支持 

90 孙伦松 男 46 高中 工人 18055408335 胡桥村 有条件赞成 

91 沈阳 男 28 大学 工人 18625093734 方塘村 有条件赞成 

92 顾佳伟 男 33 本科 工人 13405002003 胡桥村 有条件赞成 

93 吴松磊 男 28 高中 司机 13812613592 东桥镇 无所谓 

94 金乾友 男 32 高中 工人 15862523630 东桥镇 无所谓 

95 沈新民 男 28 研究生 职员 13338668005 长康桥 有条件赞成 

96 潘工 男 37 高中 技工 15205157648 长康桥 无所谓 

97 韩金珠 女 42 高中 工人 13584877223 长康村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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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吴国中 男 48 初中 工人 15062188144 金龙花园 有条件赞成 

99 李付杰 男 23 高中 工人 18625277503 港巷村 有条件赞成 

100 张欢欢 男 27 高中 工人 15900116812 三梗村 无所谓 

101 魏前 男 30 高中 工人 15252268779 港巷村 有条件赞成 

102 韩大幅 男 39 初中 工人 18226995851 港巷村 支持 

103 刘志 男 35 高中 技工 18662665357 胡桥村 无所谓 

104 李建科 男 22 大专 员工 18993313377 胡桥村 支持 

105 盛乾伟 男 30 高中 工程师 13771871512 三梗村 有条件赞成 

106 潘兴 男 34 中专 操作工 13862099784 唐埂郞村 有条件赞成 

107 金海辉 男 26 初中 技工 18662526553 东桥镇 有条件赞成 

108 周立民 男 30 大专 工人 13913164441 东桥镇 有条件赞成 

109 韩新 男 29 初中 职员 18012618501 龙安村 无所谓 

110 方建 男 48 中专 工人 18915500044 龙安村 无所谓 

111 顾敏芳 女 37 高中 职员 13912605449 龙安村 无所谓 

112 刘叶红 女 40 初中 职员 13861303738 龙安村 无所谓 

113 王普鹏 男 34 中专 职员 15850130042 龙安村 无所谓 

114 李桂庄 男 38 中专 个体 17715384988 金龙花园 无所谓 

115 孟昆 男 28 本科 工人 15051776573 东桥镇 有条件赞成 

116 王小俊 男 33 大专 职员 15051776573 三梗村 支持 

117 吴林 男 28 大专 工人 15995406587 金龙花园 有条件赞成 

118 藏敏 女 30 高中 分析员 13913180762 东桥镇 支持 

119 王艳 女 37 初中 工人 13451727057 三梗村 有条件赞成 

120 贾磊磊 男 25 大专 工人 18151453144 三梗村 有条件赞成 

121 刘叶江 女 43 初中 操作工 15861303783 华旺小区 无所谓 

122 顾工 男 46 初中 工人 13306211603 金龙花园 有条件赞成 

123 曹国平 男 42  初中 工人 13402696196 长康村 无所谓  

124 赵红星 男 42 初中 职员 13771767995 金龙花园 支持 

125 周工 女 29 大专 化验员 13052813920 三梗村 有条件赞成 

126 徐斌 男 47 初中 工人  15906202498 唐埂郞村 有条件赞成 

127 卢工 男 51 高中 工人 15050440462 长康村 无所谓 

128 沈工 男 35  高中 农民 13179604143 金龙花园 无所谓 

129 顾智华 男 30 初中 个体 15195690824 三梗村 支持 

130 丁浩 男 28 本科 工人 13915433101 东桥镇 支持 

131 卲虎 男 31 初中 工人 15150356214 东桥镇 有条件赞成 

132 李小龙 男 40 高中 工人 15050176855 金龙花园 有条件赞成 

133 刘工 男 60 初中 工人 13776038944 长康村 无所谓 

134 王晓东 男 37 初中 工人 13372181905 东桥镇 支持  

135 张志华 男 24 大专 工人 18551277749 长康村 支持 

136 宋涛 男 23 大学 个体 15195654397 长康村 有条件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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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高晓伟 男 30 大专 职员 18761998009 罗埂村 支持 

138 朱工 男 50 初中 工人 13812754897 三梗村 支持 

139 牛伟良 男 42 高中 工人 18896790875 金龙花园 支持 

140 李工 男 50 初中 工人 15852035456 胡桥村 有条件赞成 

141 吴建平 男 34 大专 工人 18121583688 唐埂郞村 无所谓 

142 卢工 男 28 本科 工人 18260152905 胡桥村 支持 

143 杨城 男 28 本科 司机 15250344112 长康村 有条件赞成 

144 张琦 女 30 大专 工人 15995761526 胡桥村 有条件赞成 

145 周林 女 35 本科 工人 13862089782 金龙花园 有条件赞成 

146 金云 女 30 高中 工人 13862567750 金龙花园 有条件赞成 

147 王喜平 女 29 中专 文员 18626211683 三梗村 支持 

148 甘工 男 30 高中 操作工 13776025279 三梗村 无所谓 

149 陈春蕾 女 25 大专 文员 18015515893 黄埭镇 有条件赞成 

150 刘同锋 男 40 本科 经理 13962278355 长康村 支持 

151 王梦成 男 30 大专 工人 18862285197 金龙花园 支持 

3.2.2 调查统计结果与分析 

公众参与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3.2-2、3.2-3。 

表3.2-2  公众参与对象结构 

内容 基本情况 

性别 
男 女 

74.17%（112 人） 25.83%（39 人） 

年龄 
A.不到 20 岁 B.20—30 岁 C.31—50 岁 D.超过 50 岁 

0 37.08%（56 人） 57.62%（87 人） 5.30%（8 人） 

文化 

程度 

A.高中及以上 B.高中 C.初中 D.小学 

39.73%（60 人） 31.78%（48 人） 21.19%（32 人） 7.30%（11 人） 

表3.2-3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统计表 

问卷内容 答题选项及所占百分比 

1 您对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如

不满意请说明主要原因）？ 

A 很满意 B 较满意 C 不满意 D 很不满意 

11.26%（17 人） 83.44%（126 人） 5.30%（8 人） 0 

2 您是否知道/了解在该地区拟建的

项目？ 

A 不了解 B 知道一点 C 很清楚  

29.80%（45 人） 68.87%（104 人） 1.33%（2 人）  

3 根据您掌握的情况，认为该项目

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危害/影响是？ 

A 严重 B 较大 C 一般 D 较小 E 不清楚 

0 1.33%（2 人） 33.77%（51 人） 57.61%（87人） 7.29%（11 人） 

4 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持

何种态度，尽量简要说明原因？ 

A 支持 B 有条件赞成 C 无所谓 D 反对 

41.72%（63 人） 37.08%（56 人） 21.20%（32 人） 0 

（1）调查结论 

从以上调查统计可以看出，大部分人对该区域环境质量现状满意的占

11.26％，68.87％的公众对项目的情况都有一些了解；从了解项目信息的渠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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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主要来源于网络和民间信息，说明政府及我公司对该项目的宣传工作做的比

较好；认为本工程对当地环境质量影响一般的占 33.77%，较小的占 57.61％，不

清楚的占 7.29%，较大的占 1.33%，说明公众的环境意识较强，业主对该项目有

关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措施方面的宣传力度需加强，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让公

众进一步了解该项目；公众对该项目的建设持支持态度，其中支持的占 41.72%，

有条件赞成的占 37.08%、无所谓的占 21.20%，无人反对。 

（2）公众对该项目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环保方面的建议和要求 

①环保部门应严格按照程序、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审批，要落实污染控制措施，

并体现有效监督； 

②企业要确定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要高标准、高起点做好“三废”的治理工

作， 应杜绝治理污染项目却产生新的污染问题； 

③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应保证正常运行，做到“达标排放”，不影响居民正常生

活； 

④环保部门应加强对建设项目生产运行期的环境管理、环境监测和监督，随

时进行抽查。 

由上可知，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该项目已得到大部分公众的了解和支持。 

3.3 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公众对该项目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环保方面的建议和要求如下： 

（1）被调查者中大多数人对建设项目持支持态度。说明周围群众环境保护

意识很强，不仅依法办事，且对拟建项目基本上给予支持。 

（2）被调查者要求建设项目加大对废气、噪声和固体废物的治理力度，确

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最大限度地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希望环保部门在对该项目的管理工作中严格执行环保法和有关环保的

法规，标准。 

3.4 对公众调查意见的采纳情况 

我公司在收到公众调查意见后，积极采纳公众提出的各项意见，并承诺在项

目建设过程中及投入运行后，应严格执行相关规定，重视环境保护、落实各项环

保措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废气、噪声达标排放，确保不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接到任何投诉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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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公司会将公众意见及时反馈给设计方和建设方，并在设计、建设及项

目运行过程中将公众意见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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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参与调查四性分析 

4.1 程序合法性分析 

我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2016 年 5 月 23 日（10 个工作日）以网上公示

信息的方式在苏州市相城区环保局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了项目的基本

情况；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2016 年 6 月 24 日（10 个工作日）在苏州市相城区

环保局网站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了项目的环评主要结论；在第二次公示结束

后，于 2016 年 6 月 25 日，对周边居民发放了发放 155 份调查表，有效收回 151

份，回收率 97.4%。以上程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

2006[28]号）及《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

[2012]98 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在程序上是合法的。 

4.2 对象代表性分析 

本次公众意见征询表发放范围覆盖评价范围内的大多数环保目标，项目周边

的村庄调查对象包括可能受影响的人群、附近居民住户、职工、自由职业者等，

涉及到各类职业，文化程度也不尽相同，能够反映当地居民的职业和文化构成，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4.3 结果真实性分析 

我公司在发布信息公告、公开环境影响信息后，派遣工作人员实地发放问卷

调查表，并现场回收调查表。公众意见征询表回收后，对回收表格进行抽样电话

回访核实其真实性。此次公众参与调查表结果真实可靠。 

4.4 形式有效性分析 

我公司在发布信息公告后，采取问卷调查形式，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我公司

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少于 10 日，公开的有关信息在整个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

之内均处于公开状态，采取的公众参与形式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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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参与调查结论 

本次公众参与采用网络公示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根据电话回访结

果：公众对该项目的建设持支持态度，其中支持的占 41.72%，有条件赞成的占

37.08%、无所谓的占 21.20%，无人反对。公众要求建设单位重视环境保护，严

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及标准，落实各项环保治理措施，加强环境管理，减轻本项

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